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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考 与 建 议
那天，有个家长忽然加我微信，要

跟我聊聊女儿的问题。她的女儿上小学
四年级，性格比较内向，可自尊心却很
强。她上课时很少主动举手，如果老师
叫她，她回答错了，没等老师说什么，
她自己就先哭了。妈妈和她沟通多次都
没有效果，想问问我，应该怎样面对这
种性格内向的孩子。

我自己从小也是性格特别内向的女
孩，儿子遗传了我的基因，从小胆子特
别小，很少敢举手发言，更从不敢跟生
人说话交流。我曾经为这个非常着急，
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收效甚微。后来我
想，这也不能全怪孩子，我自己就内
向。后来，我试着做了以下的尝试。

首先是包容。我经常对他说：“你
胆小内向，这个不怪你，因为妈妈就这
样子，所以你的性格中带了我的基因，
你不用为这个自卑。”

其次是尊重。内向的孩子有时越鼓
励他可能越害怕，不如顺其自然。我对
他说：“上课你爱举手就举手，不爱举
手就不举手，咱们会了就行。当然遇到
其他小朋友都不会的，咱们一定要举
手，然后可以一鸣惊人。”

再其次是试错。孩子一错就哭，可
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抗挫折能力差，
另一种是家长、老师对他要求高，无论
做题还是做事，总是希望他别犯错，或
者提醒他千万不能出错，让他对犯错特
别敏感。对待这样的孩子，我们要允许
他犯错，不仅口头上告诉他犯错没关
系，行动上也一定要做到真的不去批评
他犯的错误，做错一道题就错一道，谁
不做错题呢？我们做家长的，也不要自
己处处太完美了，什么都不错，这会给
孩子很大的心理压力。家长甚至可以故
意犯点儿错，然后告诉孩子：“你看妈
妈也总出错啊，错了就改呗。谁都会出
错的，出错越多，成长越快呢。”

最后是等待。孩子的性格是天生
的，后天要想完善或者改变需要付出大
量的精力和漫长的时间，我们做家长的
千万不能着急，一定要慢慢来。你若着
急焦虑，孩子也会不自觉地着急焦虑，
反而欲速则不达。

性格内向的孩子，情绪容易受环境
和别人影响，自尊心强，人际交往也稍
差。并且因为社会和大多数人都喜欢外
向开朗的孩子，所以大多数内向的孩子
自我评价都低，抗挫折能力也随之不够
强大，需要家长和老师更多地给予帮助
和引领。

每个孩子都是造物主赐予我们最宝
贵的礼物，他们是独一无二的，自然有
着千姿百态的性格。内向的孩子敏感、
善思、细心，通常更有思考力和创造
力。理解他们的弱点，发挥他们的优
势，让他们在平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感受
到自己的成功和努力，相信他们的未来
也一定会更加自信。

（作者单位：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
育鹏小学）

孩子性格内向
该怎么办

郭利

谁是00后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
杨雄

背 景
青少年时期是人社会

化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生
重要起步阶段。从发展心
理学视角看，青少年正处
在“重要他人”的生命阶
段，特别需要人生榜样、
青春偶像。上海作为处在
改革开放前列的国际化大
都市，有相对良好的生活
条件、教育环境，使这一
代青少年身体健康、思维
活跃，他们崇拜偶像、追
求梦想。从某种意义上
说，青年文化典型地展现
出一种追求偶像的亚文
化。如何将他们崇拜偶
像、追求梦想的理想和激
情保护好、引导好，是学
校、家庭、社会和主流文
化的重要使命与责任。

为了进一步了解当代
青少年对青春偶像、人生
榜样的内心要求与现实状
况，今年9—10月，上海社
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
组，对上海00后青少年学
生做了相关调查。调查样
本覆盖全市小学、初中、
高中（包括职高、技校）
在校学生。

微言微言

调查调查

山西省临汾市解放路小学开展
创意教学实践，把有专长的家长请
进学校担任特色课教师，发挥家校
育人联合体的优势，形成“一班一特
色，人人有特长”的家校合作新模
式。目前，该校开设了 30 门特色
课，丰富了课程资源，增长了学生的
课外知识和生活常识。

本报记者 鲍效农 赵岩 摄

家校共育创意多

1.00 后“心目中最崇拜的
偶像”以当代杰出人士为主

当 代 占 73％ ，古 代 占
16％ ，近 代 占 11％ ，中 国 占
87％，外国占 13％。说明当下
各领域杰出领袖、知名人物、成
功人士等，在青少年中的知晓
度、影响力占绝对地位。

2. 习近平和毛泽东、邓小
平、周恩来四位政治领袖，作为
00 后学生“心目中最崇拜的偶
像”，高居前位，且票选较为集中

这充分反映出上述四位领
袖人物在当代青少年心目中的
重要地位，折射出青少年对中
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成
就积极认同和对当代领袖人物
的崇敬心理。

3. 马云、钱学森、雷锋、袁
隆平、鲁迅、爱因斯坦六位入选
靠前，位列前15位

青少年对偶像崇拜心理呈
现出“当代性、杰出性、标志性”
偏爱特征，这也比较符合00后
青少年多元、开放的道德审美
取向与偶像接受心理。

4. 流行音乐歌手、当红影
星、著名球星、网红艺人依然是

00 后青少年“心目中”最受追
捧的青春偶像群体，入选人数
及比例都较大，占入选前 100
位偶像人物的30％

尤其是时下偏阴柔审美风
格的男歌手受到 00 后青少年
明显追捧。女生更容易成为一
些男星偶像的粉丝，她们对男
星偶像追捧之狂热，也明显超
过男生对偶像的热爱程度。

5. 相对而言，那些思想先
驱、民族英雄、英模人物等入选
比例仍偏少

统计显示：前者合计要比入
选的歌手、影星、球星、网红艺人
明显比例偏低。例如：在入选位
列前100位的偶像中，虽然不少
青少年提及如杨利伟、孔子、马
克思、邱少云、董存瑞、岳飞、屈
原⋯⋯但与一些年轻的流行音
乐歌手、当红影星、著名球星、网
红艺人相比，票选与排列相对靠
后不少。这应引起学校、家庭和
社会的高度关注。

6. 入选当代青少年“心目
中最崇拜的偶像”之前 50 位，
著名科学家占比仍偏少

科学家仅 8 位：钱学森、袁
隆平、霍金、爱因斯坦、爱迪生、

居里夫人、陈景润、牛顿；著名
作家、诗人更仅入选 4 位：苏
轼、冰心、李白、金庸；而当代杰
出艺术家、音乐家入选更少，仅
郎朗一人。这可能与时下青少
年热衷追星、流行网红、追求时
尚，以及智能手机普及有较大
关系，导致00后对网红人物较
为熟悉，对其他各界各业突出
人物知晓甚微。

7.“我的老师”是被 00 后
学生提到较多的一个特殊群体

不少 00 后学生视“老师”
为自己“心目中最崇拜的偶
像”，从而使“老师”成为此次
00 后“最崇拜”的、唯一没“指
名道姓”的偶像群体。说明在
青春期，老师对中小学生的人
生影响是最直观、最贴近的。

8.人气较高的成功企业家
有三位入选：马云、比尔·盖茨、
乔布斯，且排名较靠前

他们都从事 IT 行业，对
00 后学生示范性强，他们成
功、励志的故事对青少年人生
影响较大，某种意义上也代表
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
这一青少年偶像文化现象值得
研究。

调 查 结 果

多种形式支撑
校企合作精准深入

2016 年底入职日照奥迪 4S 店做营
销顾问，2017 年底一举获得年度奥迪
销售冠军称号，毕业于日照职业技术
学院汽车营销与服务专业的邹文芯告
诉笔者，“往年公司个人年销量好的是
80 多 辆 车 ， 2017 年 我 卖 了 100 辆 左
右”。作为刚毕业一年多的新人，她的
年收入已达到 13 万元左右。

从学校推荐就业，到最终考核录
用，走上工作岗位的邹文芯感触更大

的，除了个人付出的努力，更多的是
对学校为自己搭建的专业平台的感
恩。她说：“在校学习期间除了模拟真
实销售场景，老师还会带我们去实地
学习，尽可能地让我们见识到更多的
销售案例，真实的业务让我学到了书
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提起邹文芯，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汽车学院中德汽车机电项目负责
人许崇霞倍感欣慰和自豪，她表示，
正是学校多年来坚持“校内设厂、厂
内设校、校企互动、双向介入”校企
合作模式，产教结合，为学生们打造
了一个个专业化平台，为社会和企业
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人才。

许崇霞所在的“中德职业教育汽
车机电合作项目”由教育部门发起，
2012 年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成功加入该
项目学校行列。项目实施以来，已开
设 2012—2017 六届实验班，“项目把
基础课与专业课程相结合，极大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实操技能”。

“与合作企业在一流专业和特色专
业建设上搞深化、上水平，在共同提
高人才培养水平上下真功夫、实功
夫。”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何子
安介绍，目前，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发
挥国际国内知名企业的品牌、文化和
资源优势，与韩国现代、中兴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五征集团、山东网商集
团、豪迈集团共建二级学院 6 个，共
建专业 13 个，订单班 38 个，实现了双
主体协同育人。

2018 年 10 月 22 日下午，日照职
业技术学院首批赴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企业实训学生欢送会隆重举行，
这是二级学院中兴通讯信息学院培养
出的第一届毕业生。中兴通讯信息学
院是中兴通讯公司与日照职业技术学
院在山东省企校共建的创新基地，具
有混合所有制办学特质。“校企双方在
资源建设及学生培养中，全面采取大
学教师和企业工程师结合的‘一课双

师’‘工程师自主教学’和‘MIMPS
教学法’等多种组织形式，所有专业
课授课过程中，大学教师负责理论教
学，企业工程师负责实践教学。”中
兴通讯信息学院院长、企业方项目经
理丁亮介绍道。

着眼学生能力培养
就业质量稳步提升

“长期坚持软实力教学，对学生进
行人文素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可
以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形成。”日
照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韩振介绍，近
年来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始终坚持“面
向 全 体, 因 材 施 教, 结 合 专 业, 注 重 实
践”的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将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作为推动学校人才培养改
革的突破口。

在创客创意众创空间一楼的影视
后期制作孵化基地，笔者看到，整齐
的工位上，学生们正在紧张地进行电
视剧的后期制作。创意设计学院院长
张永宾介绍：“我们的目标是每年约有
200 至 300 名学生参与进来，把能创业
的学生全部纳入小微文化企业，形成
生产联合体，共同做项目带学生，实

现学生高质量创业就业和人才培养的
良性循环。”该学院与北京国安新桥、
青岛西海岸东方影都已展开了密切合
作，同时积极承接国内相关知名影视
城后期业务，树立日照影视后期制作
基地名片。

5 月 14 日，日照职院创客创意众
创空间正式升级为国家众创空间，同
时依托众创空间，面向全校师生开发
的 社 区 电 商 交 易 平 台——“ 卓 创 平
台”在这一天正式启用。电子商务专
业的大一学生韩斌在“卓创平台”上
注册了一家名为“中润时代铺”的小
店，主打商品是自己老家特产商河火
烧和商河豆腐皮，有人下单后他老家
的亲戚就可以通过快递将商品从原产
地商河寄到消费者手中。

“我们要求从大一开始，至少电子
商务专业的每个学生，都要在平台上
注册自己的店铺，其他专业每班一
店，学到哪门课，学生就根据所学来
完善、丰富自己的店铺。”商学院院长
徐原介绍，从消费者群体的确定、产
品的选择、成本控制，到整体营销思
路等，教师带领学生在一步步的实际
操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教
学平台、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和创业实
践平台的融合发展。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教研室主
任刘娜则表示，依托众创空间，数媒
专业建立了以工作室为平台，以校企
合作项目为依托的学生培养新模式。

“学生直接参与生产实践，专业技能的
掌握程度、承接项目的多少、完成质
量的高低，都要面向社会直接接受行
业、企业的检验。因此，这个过程本
身就是学生提高技能和职业素质养成
的过程。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学习
知识、锻炼技能，改造、构建自我，
而经过了市场的检验，学生毕业后便
能够很快融入企业。”

应届毕业生薪资水平、专业对口
率、服务大企业比例、毕业生对地方
发展的贡献率等指标是检验职业教育
成果的直接体现。何子安书记表示，
学校充分发挥人才资源优势，通过扎
根地方办学、注重科研服务、加强社
会服务等多种途径为地方经济发展提
供了重要支撑，近 5 年来,学校毕业生
就业率保持在 98%以上,学校毕业生创
办的企业有 300 余家,其中至信科技、
海港智慧产业园、利伟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等 100 多家企业已成为以毕业生
为主体的青年创业团队,学院跻身全国
高职院校服务贡献 50 强。

（乔 蕾 匡 璇）

创新校企合作 助推学校高质量发展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创新育人模式

职业教育的根本是为产业发展提供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学校改革发展的突
破路径。近年来，学校创新校企合作运行机制，与中兴通讯、惠普、鲁
南制药、迪士尼乐园、山东网商集团、一汽大众等 403 家企业，通过联
合办学院、开专业、开订单班等多种形式的支撑，实现多类型、多层次
的校企合作。学校创新一体化办学育人模式，与127家企业建立了紧
密型合作关系，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共建二级学院 6 个，校企共同开发
教材246门，6个专业正在开展国家和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培养出了
一批又一批行业发展所急需的高水平专业人才。

此次调查发现，除了
入选前十位相对集中，其
他入选者票选都相对分
散。这反映了学校、社
会、媒体对青少年“当代
偶像”“先进人物”“青春
榜样”仍缺乏整体包装、
精心推荐，导致某种程度
上 00 后青少年的偶像处
于放任自流的状况。这应
引起高度重视。

可以借鉴“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100 个入
选人物成功的宣传形式与
方式，建议为那些对国家
做出杰出成就、贡献的英
模、劳模、重要政治家、
军事家、科学家、发明
家，以及文学艺术家树
碑、立传、塑像。这方面
可以借鉴俄罗斯等一些国
家的做法，促使青少年始
终铭记他们。

同时要尊重青少年对
青春偶像、崇拜的主体的
选择，深入研究 00 后一
代的认知方式、审美取
向。建议让学生多参与到
一些主导文化评选活动，
同时也可让青少年社会组
织自己推荐、评选类似

“ 心 目 中 最 崇 拜 的 人 生 偶
像”活动，这易激发他们的

“带入感”与主体参与性，
这将对他们拥有健康审美心
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益
处很大。

中小学教材的编写，要
增大当代优秀人物、杰出事
迹的推介、弘扬。广告、媒
体、影视对青少年应正确引
导，自觉肩负社会责任。大
众媒体要减少类似阴柔审美
倾向、“花男式”偶像的商
业化过度包装，应加强对青
少年正面、进取、阳刚、有
责任等青春偶像、示范人物
的推荐、引导。加强青少年
偶像文化建设，并作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
载体、抓手。

整个社会应进一步形成
“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
围。利用重要节点、场合、
时机，加大宣传、表彰“我
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大
中小幼各阶段，都要大力宣
传当代优秀教师代表，发挥
学校、教师对学生进行品德
引领、人生引路的作用。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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